
傲傲慢慢与与““双双标标””的的艺艺术术态态度度翻翻车车快快

要惊艳设计，还是要人文关照

建筑设计真人秀的两难

□师文静

从观众接受无能的有着独特
建筑审美风格的“西北空巢之
家”，到摄影师陈漫的审丑式怪异
风作品，最近傲慢的建筑审美态
度和“双标”的艺术审美态度都翻
车了。设计师、摄影师的艺术追求
可以冷门，但要是到了为设计而
设计偏执审美或是歪门邪道，就
必然遭到大众的批评。

近日，某品牌策划的艺术巡
回展中，一幅摄影师陈漫拍摄的
宣传照《骄傲的矜持》引发巨大争

议。这幅照片中，女模手戴长长护
甲，头发黏腻地贴在头上，皮肤黑
黄，化着厚厚的暗黑妆，阴鸷地望
着观众。作为品牌和摄影师的合
力之作，这幅主打中国元素但又
审美怪异的作品，被活动方以东
西方艺术融合、弘扬东方美学的
名头在全球巡回展出。这种涉嫌

“丑化中国人”、以审丑来吸睛的
所谓艺术态度，引发网友的强烈
反抗和抵制。作为国际知名摄影
师陈漫的其他刻板化国风元素作
品也被网友一一“扒皮”，其《中国
十二色》每幅作品都以东方面孔
配以怪异配色、表情、造型，在普
通人看来奇丑无比。23日，摄影师
陈漫在沉默了多日之后，终于出
来道歉，避重就轻地谈了自己年
轻时艺术观尚未形成而造成当下
的局面，并未就审丑照片《骄傲的

矜持》等作出解释和反思。
在这件事情中，不少人讨论

到了陈漫艺术态度的问题，其双
重标准的态度被批评。陈漫为国
内大批明星拍摄的大片，又美又
有独特的风格，陈漫为自己拍的
大片一样很时尚、有气质。但陈漫
与国际品牌合作，或者走出国门
的作品，却走起了审丑风，以刻
板、固化的审美迎合西方世界。这
种迎合、讨好的艺术态度，突破了
一个艺术家的底线、失去了骨气。
以审丑刻板化西方对中国的印
象，已经不只是艺术追求的问题，
而是艺术态度和价值观上出现了
问题。

同样，近日《梦想改造家》第
八季第六期播出，节目的主题是

“改造西北空巢之家”，也引发了
争议。节目中，业内名气不小的建

筑设计师陶磊设计的审美风格独
特的房子，成为被群嘲的对象。

甘肃省农民老杜的愿望是
住上二层楼房，也享受20多人大
家庭团聚的生活场景。但从节目
来看，陶磊设计师的作品剥夺了
老杜的梦想，强推的是自己的美
学风格，而且在坚持美学风格
的同时丢失了住宅的实用性和
舒适性。红砖虽是农村盖房的
主要材料，但陶磊依据自己的
风格“玩弄”后，呈现的是一种枯
寂、粗糙的哀淡之风，连简洁朴
素之美都达不到。

陶磊在节目中说，他盖老杜
的房子是顺应时代发展、面对未
来的乡村建筑，符合乡村生活的
感受。可惜的是这套风格独特的
住宅并无法与乡村民居、自然风
光有机融合在一起，更像是一套

为设计而设计的繁复的建筑。陶
磊在节目中表达了一个意思：老
年人不了解很多文化，可能并不
认同他的设计，但10年以后，老杜
会明白这个道理，会感受到他的
风格，并认同。设计师对自己的建
筑风格追求非常自信，但从另一
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傲慢。

所谓的设计师、摄影师等做
到一定的程度，有了一定的知名
度，往往代表着一定的艺术水准
和审美趣味，同时也要警惕他们
在艺术上、审美上的霸权。美是多
元的，但不少所谓与艺术有关的

“家”们，用他们掌握的话语权来
强推自我审美或是谋取自身利
益。一种美，它的本质是什么，从
何而来，都有来路去路，对待艺术
的傲慢和“双标”都是藏不住的，
早晚被揭穿。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睿

不被接受的“红砖房”

21日，节目组发布声明回应称，
由于录制时受到西北部分地区疫情
影响，该建筑是尚未完成的作品，并
未交房，房屋将于明年开春继续完
善；节目花费的钱由节目组与委托人
儿女各自承担一半，承诺将与委托人
一家保持良性沟通，给他们以及观众
一个满意的交待。

节目组回应后，事件的来龙去脉
明了，舆论声浪却依然不减。网友的
集中观点有两个，一是质疑红砖水泥
的外观与132万元的实际价值不符，
二是网友认为设计师不顾委托人意
愿以及黄土高原高寒的居住条件，只

顾炫技般地进行“艺术创作”。
铺开来看，整个事件的争议点

集中于“委托人付费”但设计师并
未按照意愿改造，网友认为，付费
代表着“商品”，委托人代表着“用
户”，两者之间有着“协议关系”，设
计师不顾“甲方”意见擅自改造的想
法过于傲慢。

关于“为什么不是二层小洋楼”，
设计师陶磊在节目中表达了“没有必
要”的想法，他指出委托人家庭的矛
盾点不是用地，该地人口密度低、荒
地多，居住在二层很不方便，并表示

“只能引导”，如果委托人不相信的
话，会尊重他的选择。节目的最后，老
人带领全家参观新房，一直表现出来

“满意”的态度，有时甚至还会鼓掌，
节目效果烘托得很好。不过，在最新
的媒体采访中，老人笑呵呵地表示

“自己尚未入住，好不好还要住了才
能评价”，比起网友的愤怒情绪要平
和许多。

曾经的惊艳设计

《梦想改造家》于2014年开播，
至今已经播出八年、每年一季，是最
长寿的“综N代”节目之一，前七季

的豆瓣评分一直保持在9分左右，是
无数网友的“下饭菜”。节目每期聚
焦一户有住房难题的家庭，并委托
设计师在有限时间里使用有限资金
为房屋进行“爱心改造”，设计师在
房屋改造、解决住房难题方面巧妙
构思，曾诞生过许多“爆改”的惊艳
设计，带给委托人和观众惊喜。

在第六季的节目中，节目曾改
造了一个仅11平米的极致户型，改
造前的房子是个一眼望到头、永远
挺不直腰的“袖珍屋”，平时连厕所
问题都无法解决。节目最终将房屋
改造成了一个11平米的“三层小别
墅”，节目效果十分炸裂。

改造前乱堆乱占、拥挤狭窄，改
造后宽敞舒适、温暖明媚，前后对比
效果十分强烈，除此之外，节目中呈

现的许多故
事，都渗透着人文关怀。

有一期改造阿尔茨海默症家庭的
故事戳中不少人的泪点，患有阿尔茨
海默症的奶奶暴躁易怒，每天都会偷
溜出家门在大街上游走，甚至撬锁、
砸门、咬人，家人每天要花费大量精
力照看、寻找，非常疲惫。在这次改造
中，设计师团队用30天观察老人的生
活，记录下老人散步、睡觉、吃饭的规
律，应用到设计中；改造后的房屋，除
了考虑到老年人生活的防滑保暖设
计、智能帮扶设备、安全锁等，设计师
保留了老房子的老物件、复原破旧的
山水画让老人在新房中找到归属感。

对于一直以来节目效果和人文
关怀双佳的节目，“132万红砖毛坯
房”对于《梦想改造家》来说是一个警
示，切莫为了节目效果而放弃人文关
怀的内核。

2021年11月25日 星期四 A11文娱

天天娱评

最近，《梦想改
造家》以“史上最差
设计”的词条登上
热搜，原因是住在
甘肃黄土高原上的
一位老人想要把老
房子翻建成一座二
层小洋楼，参加节
目后，房屋设计师
花费1 3 2万建造了
一座具有“现代乡
村风情”的房子，但
红砖、水泥的外观
看上去像一座简陋
的美术馆，被众多
网友质疑为“红砖
毛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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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为解决山东省济南市光信骨伤科

门诊(济南市孟广康健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项目历史遗留问题，拟对市中区
兴隆街道办事处兴隆二村山东省济南
市光信骨伤科门诊(济南市孟广康健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进行处置。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公告涉及该宗土地的土地总

面积2000 . 3平方米。详细面积、用途
及位置详见本公告附图。对上述土地
权属有异议的，请相关权利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与市中
区解决城市建设历史遗留问题领导小
组办公室联系。联系人：李老师；联系
电话：0531-81309934。如公告期满无
人对上述宗地权属提出异议，将依法
对该宗地权属进行处置。特此公告
济南市市中区解决城市建设历史遗留
问题领导小组

2021年11月25日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山东泽领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万元减至300万元。自本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没有提出要
求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100MA3R667F3A)
联系人：王琳
联系电话：15206532793
山东泽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7日

●债权债务公告
微山县道路运输协会(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1370826MJE5149111)，经
第四届二次会员大会表决同意，决
定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
内向本会清算组申请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请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清算组地址：微山县微山湖大
道28号，联系人：佀同瑞，联系电
话：0537-6559330。

微山县道路运输协会
2021年11月25日

●王帅遗失烟台师范学院函授本
科 毕 业 证 ，证 书 编 号 ：
104515200505001341，声明作废

●赵秉惠遗失工资卡，卡号为
6200581602000401166，声明作废

●张宁，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
公司沧州车务段德州站工作证(证
号:2036157019309)丢失，特此声
明。

●青岛青鸟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211MA3M7XNE1Y)不慎丢失公
章，编号：3702110404581财务专用
章，编号：3702110380847法人章，
编号：3702110380848；声明作废

●东营高恩德日用百货有限公司
账户15315901040004193遗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4551001318601
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朱廷滨)，
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山东柒上电器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829MA3FA9UM6B)，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注册资
本2700万元减至300万元人民币，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或其它
请求，特此公告。

2021年11月25日

●万小静遗失齐鲁工业大学学生
证，学号：201908140069，声明作
废。

●李希金遗失齐鲁工业大学学生
证，学号201904170072，声明作废

●姓名：闫昕晔 身份证号码：
37012419991004002X 在融利广场
购买商铺C408合同编号S0469的
收据全部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济南立健大药房有限公司东方老
城店，不慎丢失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证，许可证编号：鲁济食药监械经
营许20200869号，特此声明作废。

●祝丽丽遗失教师资格证，编号：
20013705031000016，声明作废。

●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历城分
局于2015年11月04日核发的济南
领牧羊食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70112306967011R)营业
执照正副本丢失，公章 (编号
3701127076764)财务专用章(编号
3701127076765)法人章(臧彪)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王如民，遗失与邹庄
新村社区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一
份，编号11-2-1403，特此声明挂失
原件作废。

●减资公告
山东青蓝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370102MA3W9RXD01)，
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由注册资
本2000万元减至90万元人民币，
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或其它
请求，特此公告。

2021年11月25日

●济南耐通土木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3701120100272)，不
慎丢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山东耐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3701207552989)，不慎丢
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山东桥丰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3701207650441)，不慎丢
失特此声明原章作废。

●潘法华于2021年10月20号遗失
医 师 执 业 证 ， 编 号
21037142700020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山东刚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71500MA3UFW8U5D)，经公司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由注册资本1000万
元减至300万元人民币，请相关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申报债权或其它请求，特此
公告。

2021年11月25日

●注销公告
经山东齐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定注销山东齐鲁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泰安二手车市场营销部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70902MA3DNUH50A),该分支机
构均已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注
销。特此公告。
山东齐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24

●李明水购买鲁商常春藤小区31
号楼二单元701，紫薇园地下282
号车位，车位收据号6214504，车位
收据1张，金额8万元，车位收据丢
失作废，登报挂失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邢家希望
小学不慎丢失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12370112MB28049934)，特此声明
作废。
●赵晓丽遗失医师资格证,证号
200937110370784198108308628,
声明作废

●马赫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书编
号 ：
202037141370303199511204217，
声明作废。

●赵东石，遗失军人保障卡(号码：
813707101031161662)，特此声明
挂失

●山东灏达建筑机械有限公司公
章、财务专用章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原章作废。

●遗失声明：山东皇城昊东物流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鲁CX510挂道路运
输证，鲁交运管淄字370305303108
号，现声明作废

●刘树娥身份证丢失，证号
370121197210291049，特此声明。

【友情提示】
本栏目内容仅为持证人员提交的单方形式
发布，不作为最终有效依据和法律认定、不
作为相关责任的依据，以行政职能部门对其
的最终业务审核认定为准。相关利害关系人
应通过具有管理权限的职能部门或主体确
认信息或交易。

省级媒体 天天发布
服务监督0531-88778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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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5502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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